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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方法，

包括将待修复种植区内的沉水植物基于叶片形

态和分裂情况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和叶片不分

裂植物；基于种植区内沉水植物的种植状态，将

种植区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叶片不分裂

植物种植区和混合种植区；在叶片分裂植物种植

区内投放小型螺，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内搭配

投放小型螺和大型螺，混合种植区内按照叶片分

裂植物和叶片不分裂植物的覆盖度，搭配投放小

型螺和大型螺。本发明基于自然界螺—草的栖息

关系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沉水植物的螺类投放

技术方案，解决了大型环棱螺无法适用于叶片分

裂植物的缺陷，螺类投放成本低，安全无污染，适

当捕捞去除水体营养盐，并能产生一定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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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待修复种植区内的沉水植物基于叶片形态和分裂情况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和叶片

不分裂植物；将叶片高度分裂，叶片丝状、狭披针形、叶片最宽处小于5mm的小型沉水植物划

分为叶片分裂植物；叶片为长条形或带形、叶片最宽处大于10mm的沉水植物划分为叶片不

分裂植物；

基于种植区内沉水植物的种植状态，将种植区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叶片不分

裂植物种植区和混合种植区；

在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小型螺，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内搭配投放小型螺和大

型螺，混合种植区内按照叶片分裂植物和叶片不分裂植物的覆盖度，搭配投放小型螺和大

型螺；将壳高介于6～9mm，95％个体体重介于0.07～0.12g的螺划分为小型螺；壳高介于12

～20mm，95％个体体重介于0.5～1.5g的螺划分为大型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小型螺投放重

量为40～100g/m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搭配投放大

型螺和小型螺，大型螺投放重量为40～80g/m2；小型螺投放重量为10～20g/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于混合种植区，获取叶片分裂植物覆盖

度百分比C1和叶片不分裂植物覆盖度百分比C2，大型螺投放重量为(40～80)×C1g/m2；小

型螺投放重量为(40～100)×C2g/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建立围隔，形成多

个不同种植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

持各围隔水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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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生态修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基于自然界螺—草的栖息关系，划分

水生态修复中常用沉水植物类型，针对性投放附植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生态修复技

术。

背景技术

[0002] 富营养化是全球淡水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我国湖泊富营养化问题

尤为突出。2007–2010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平原湖区大于10km2的湖泊中，85.9％已达

到富营养状态。《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监测营养状态的107个湖库中，

处于富营养状态的达29.0％。富营养化已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如浮游植物大量生长、部分

湖泊蓝藻水华严重、湖泊水生植物严重衰退，湖泊从清水态草型生态系统转变为浊水态藻

型生态系统，进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

[0003]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湖泊水污染治理、富营养化控制工作的重

视，许多地方都投入巨资，实施了包括截污、清淤、景观改造、草型生态系统重构等一系列大

规模的综合治理工程。草型生态系统重构的关键是成功恢复湖泊中的水生植物，以构建沉

水植物为最常用的手段。富营养水体中沉水植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是其表面生长的附着

生物(主要组分为附着藻类和有机颗粒物)，着生在植物叶片表面的附着生物抑制了沉水植

物的光合作用，此外附着藻类还与沉水植物存在营养盐竞争，优先利用水体中的营养盐，导

致附着藻类大量生长，限制了沉水植物的定植和稳定。

[0004] 关于利用螺类去除附着生物、促进沉水植物恢复的技术已有一些报道。公告号为

CN100528772C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布了一种利用牧食动物去除沉水植物表面上的附着生物

的方法，提出了撒播环棱螺去除沉水植物表面上附着生物的方法。公告号为CN  10363701B

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布了一种沉水植物种质水体的修复方法，提出了铜锈环棱螺与三角帆蚌

的灵活合理混搭进行辅助沉水植物种植水体的生态修复方法。

[0005] 然而，实际应用中上述两种方法存在较大局限性。原因是环棱螺为大型螺类，成体

壳高介于15～30mm，体重一般介于0.9g～4g。由于自身重力和植物叶片支撑力限制，自然界

中环棱螺成体主要栖息于沉积物表层，很少栖息于植物体。该限制条件导致该方法仅适用

于大型叶片的沉水植物(如苦草)，对叶片小型或针状的沉水植物效果不明显，且发挥作用

的环棱螺主要为小个体幼螺，大个体成体并不能去除沉水植物表面的附着生物。公告号为

CN  100528772C中国发明专利依据的试验研究是基于大型叶片沉水植物(苦草)和环棱螺幼

体(0.1～0.5g)。公告号为CN  10363701  B的中国发明专利中的沉水植物亦指的是苦草。在

生态修复工程中，一般会种植不同类型的沉水植物，包括多种小型叶片的沉水植物(如轮叶

黑藻、金鱼藻)，大型螺类难以有效去除小型叶片沉水植物附着生物，对该类沉水植物生长

的促进效果不明显。

[0006] 因此，如何去除富营养水体修复初期不同类型沉水植物叶片大量附着生物，快速

促进沉水植物成功定植，稳定沉水植物群落结构，从而构建清水态草型生态系统是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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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基于生态学生态位分化原理和自然界螺—草栖息关系，根

据植物叶片形态划分植物类型，提出针对不同类型沉水植物的螺类投放技术，促进沉水植

物的快速定植，稳定沉水植物群落结构。

[0008] 为实现上述目标，本发明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9] 一种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方法，包括：

[0010] 将待修复种植区内的沉水植物基于叶片形态和分裂情况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和

叶片不分裂植物；

[0011] 基于种植区内沉水植物的种植状态，将种植区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叶片

不分裂植物种植区和混合种植区；

[0012] 在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内投放小型螺，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内搭配投放小型螺

和大型螺，混合种植区内按照叶片分裂植物和叶片不分裂植物的覆盖度，搭配投放小型螺

和大型螺。

[0013] 本发明的上述方法，基于植物叶片形态和分裂情况，将生态修复常用沉水植物分

为二类。将叶片高度分裂，叶片丝状、狭披针形，叶片小型沉水植物划分为叶片分裂植物；如

轮叶黑藻、狐尾藻、金鱼藻、伊乐藻、篦齿眼子菜，其叶片最宽处一般小于5mm，如金鱼藻叶片

宽度小于0.5mm；叶片为长条形或带形的沉水植物划分为叶片不分裂植物，如苦草、竹叶眼

子菜，其叶片大型，叶片最宽处一般大于10mm，如苦草叶片一般长200～2000mm，宽5～20mm；

竹叶眼子菜叶片一般长50～200mm，宽10～25mm。其他沉水植物可根据叶片分裂情况和宽度

所述标准划分其所属类型。

[0014] 本发明的上述方法，基于自然界的螺—草栖息关系，将投放的螺类分为二类：将壳

高介于6～9mm，95％个体体重介于0.07～0.12g的螺划分为小型螺，例如长角涵螺、纹沼螺；

壳高介于12～20mm，95％个体体重介于0.5～1.5g的螺划分为大型螺，例如铜锈环棱螺。本

发明所使用的螺为自然界较为常见的，易于培养的螺，也有利于降低沉水植物定植的成本。

[0015] 进一步的，对于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小型螺投放重量为40～100g/m2。小型螺可

栖息于分裂植物叶片的各部分，有效去除附着生物(图1)。

[0016] 进一步的，对于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搭配投放大型螺和小型螺，大型投放重量

为40～80g/m2；小型螺投放重量为10～20g/m2。大型螺可栖息于叶片的宽阔部位，小型螺可

栖息于叶片末端狭窄部位及植物茎，基于栖息生态位的分化，有效去除植物叶片附着生物

(图1)。

[0017] 进一步的，对于混合种植区：获取叶片分裂植物覆盖度C1和叶片不分裂植物覆盖

度C2，大型螺投放重量为(40～80)×C1g/m2；小型螺投放重量为(40～100)×C2g/m2。

[0018] 进一步的，本发明所指的种植区划分方式为，采用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建立围隔，

形成多个不同种植区。

[0019] 进一步的，所述方法还包括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持各围隔水位一致。

[0020] 本发明针对当前缺乏针对不同类型沉水植物附着生物的控制技术，基于自然界

螺—草栖息关系的生态学原理：即受螺自身重力和叶片栖息面积的限制，螺类在叶片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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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和叶片不分裂植物的栖息存在明显生态位分化，大型螺类无法栖息于叶片分裂植物，

主要栖息于叶片不分裂植物，小型螺类在不同沉水植物均可分布，但受空间竞争关系影响，

主要栖息于叶片分裂植物。基于上述原理和科学研究实践，提出了面向不同类型沉水植物

的螺类投放技术，从而促进沉水植物快速定植，稳定沉水植物群结构，维持草型清水态生态

系统。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基于自然界螺—草栖息关系，根据叶片形态和分裂特性，将沉水植物划分为叶

片分裂植物和叶片不分裂植物，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种植区的螺类投放技术方案，适用

于水生态修复各种常用沉水植物，解决了大型环棱螺无法适用于叶片分裂植物的缺陷。

[0023] 2)本发明基于生态学下行效应原理，基于螺类刮食食性去除附着生物，螺类投放

成本低，螺类适应能力、繁殖力强，无需投入额外人力进行管理。增殖的大型成体螺可适当

捕捞，带走水体中的营养盐，削减修复水体氮磷负荷，捕捞螺可作为鱼类饵料，产生一定经

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基于螺—草栖息关系去除不同类型沉水植物附着生物示意图。

[0025] 图2是基于螺—草栖息关系投放螺类促进沉水定植的修复方法流程图。

[0026] 图3为实施例1不同规格螺投放方案下轮叶黑藻和苦草附着生物的生物量变化。

[0027] 图4为实施例1不同规格螺投放方案下轮叶黑藻和苦草生物量变化。

[0028] 图5为实施例1不同规格螺投放方案下轮叶黑藻和苦草株高变化。

[0029] 图6为实施例1不同规格螺投放方案下轮叶黑藻和苦草附植螺百分比。

[0030] 图7为实施例2不同螺投放方案下轮叶黑藻和苦草示范区浊度变化。

[0031] 图8为实施例2不同螺投放方案下轮叶黑藻和苦草生物量变化。

[0032] 图9为实施例3不同螺投放方案下竹叶眼子菜和金鱼藻湿重增长率。

[0033] 图10为实施例4多种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不同螺投放方案植物湿重增长率。

[0034] 图11为实施例5多种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不同螺投放方案植物湿重增长率。

[0035] 图12为实施例6苦草、轮叶黑藻和金鱼藻混合种植区植物湿重增长率。

[0036] 图13为实施例6苦草、狐尾藻和伊乐藻混合种植区植物湿重增长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进一步说明。下述实施例仅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不能以下述实施例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

领域一般技术人员在未作出创造性工作开展的其他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8] 实施例1基于螺—草关系投放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模拟试验

[0039] 试验思路：以生态修复常用的沉水植物轮叶黑藻(叶片分裂植物)和苦草(叶片不

分裂植物)为研究对象，开展中宇宙模拟试验，添加不同大小螺，采用双因素交叉试验验证

不同投放方案下附着生物去除效果和沉水植物生长状况(表1)。

[0040] 试验设计：针对轮叶黑藻和苦草，共设置3种螺类投放方案，分别为无螺对照组、小

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每组3个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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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试验装置：实验所用装置为18个高强度的聚乙烯白色塑料桶(桶高75cm，上口、下

口外径分别为63cm、50cm)，底面积为0.785m2。试验用底泥采集于太湖贡湖湾湿地，经40目

过筛去除螺类等软体动物，混匀后使用，每个塑料桶铺设10cm厚度底泥。注入140L经过25号

浮游生物网过滤的湖水，稳定一周后开始试验。试验装置安放在太湖贡湖湾湿地。

[0042] 沉水植物种植：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质量较为一致的长35cm轮叶黑藻顶枝和株高

15cm的苦草幼苗，移栽至试验装置中，每个塑料桶中移栽10株长势一致的植株作为平行样。

轮叶黑藻和苦草幼苗采集于太湖贡湖湾湿地。

[0043] 螺类投放方案：小螺选用长角涵螺，壳高介于6～9mm，体重介于0.07～0.12g，均重

为0.09±0.02g；大螺选用铜锈环棱螺，壳高介于12～20mm，体重介于0.5～1.5g，单个均重

为1.1±0.3g。螺类投放重量基于自然界野外大量调查结果设置，小螺组投放长角涵螺，投

放重量设置为50g/m2；大螺组投放铜锈环棱螺，投放重量设置为50g/m2；小螺+大螺组投放长

角涵螺和铜锈环棱螺，长角涵螺投放重量为10g/m2，铜锈环棱螺投放重量为40g/m2。轮叶黑

藻和苦草幼苗采集于太湖湿地。

[0044] 表1模拟试验不同处理组螺投放重量方案

[0045]

[0046]

[0047] 监测指标：试验期间，每3天观察桶内螺、轮叶黑藻与苦草的生长情况，为保证螺密

度的稳定，将新生螺移出试验装置。试验过程中，每天观察桶中水位，并补充经过25号浮游

生物网过滤的湖水保持水量不变。每7天观测依次植株高度，试验持续时间30天，从2018年6

月6日至7月6日。试验最终结束时，取出沉水植物，分别收集植物体附植螺、底泥表层、塑料

桶边壁螺，各处理组取固定面积植物叶片，用软毛刷刷洗植株叶片表面，收集刷洗液定容备

用，测定单位面积附生物干重。测定各植株株高、单株湿重。

[0048] 试验结果：

[0049] 附着生物去除效果：如图3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轮叶黑藻而言，对照组、小螺组、

大螺组、小螺+大螺组附着生物的生物量均值分别490.5μg/cm2、236.7μg/cm2、435.3μg/cm2、

346.9μg/cm2，小螺组去除附着生物效果最高，相对于对照组附着生物重量降低了51.7％；

其次是小螺+大螺组，相对于对照组附着生物重量降低了29.3％；大螺组相对于对照组附着

生物重量降低了11.2％，小螺组去除效果高于大螺组40.5％。

[0050]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苦草而言，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附着生物的生

物量均值分别462.2μg/cm2、142.9μg/cm2、173.5μg/cm2、94.8μg/cm2，小螺组、大螺组、小螺+

大螺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对于对照组去除效果分别为69.1％、62.5％、79.5％，小螺+大

螺组去除效率最高，其去除效果高于大螺组17.0％。

[0051] 沉水植物生物量变化：如图4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轮叶黑藻而言，对照组、小螺

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轮叶黑藻生物量分别为13.4g/株、21.7g/株、16.3g/株、18.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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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小螺组生长状况最好，相对于对照组轮叶黑藻生物量增加61.9％，大螺组轮叶黑藻生物

量相对于对照组仅增加21.6％，小螺+大螺组轮叶黑藻生物量相对于对照组仅增加41.0％。

小螺组对沉水植物生物量的促进效果高于大螺组40.3％。

[0052]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苦草而言，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苦草生物量

分别为22.9g/株、35.7g/株、33.7g/株、39.9g/株，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苦草生物

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对于对照组苦草生物量增加百分比分别为55 .8％、47 .2％、

74.2％，小螺组+大螺组苦草生长状况最好，其生物量增加百分比高于大螺组27.0％。

[0053] 沉水植物株高变化：如图5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轮叶黑藻而言，对照组、小螺组、

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轮叶黑藻株高分别为48.1cm、64.6cm、57.3cm、59.4cm，小螺组生长

状况最好，相对于对照组轮叶黑藻株高增加34.3％，大螺组轮叶黑藻株高相对于对照组增

加19.1％，小螺+大螺组轮叶黑藻株高相对于对照组增加23.5％，株高为对照组显著低于其

他组。小螺组对轮叶黑藻株高的促进效果高于大螺组15.2％。

[0054]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苦草而言，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苦草株高分

别为22.4cm、35.5cm、32.3cm、35.9cm，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苦草株高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相对于对照组苦草株高增加百分比分别为58.5％、44.2％、60.3％，小螺+大螺组株

高增加最大，其株高增加百分比高于大螺组16.1％。

[0055] 螺—草栖息关系：如图6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轮叶黑藻而言，小螺组78.6％的个

体栖息于轮叶黑藻植物体，大螺组仅21.5％的个体栖息于轮叶黑藻植物体，小螺+大螺组该

数值为51.3％，小螺组附植螺百分比高于大螺组57.1％，其余螺类个体栖息于水体底部和

试验缸边壁。

[0056]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苦草而言，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栖息于苦草叶片的个

体百分比分别为73.2％、61.3％、75.3％。

[0057] 综上所述，小型螺对叶片分裂植物附着生物去除和植物生长促进效果显著优于大

型螺，就叶片不分裂植物，小型螺和大型螺组合对附着生物去除和植物生长优于单一使用

大型螺。

[0058] 实施例2单一物种种植区投放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示范应用1

[0059] 应用方案：在太湖湖滨带一处干式清淤区域开展了围隔示范应用，干式清淤完成

后，建立6个2m×2m的围隔，所用材料为高强度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并注入湖水50cm水深，

待系统稳定一周后。三个围隔种植轮叶黑藻(叶片分裂植物)，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质量较

为一致的株高40cm轮叶黑藻顶枝扦插，密度为25株/m2；另外三个围隔种植苦草(叶片不分

裂植物)，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较为一致的株高介于25～30cm的幼苗移栽，密度为25株/m2。

种植完成后，注入湖水，并将水位设置为1.5m。稳定三天后开始投放螺类。

[0060] 螺类投放方案：轮叶黑藻和苦草围隔分别设置三种螺类投放方案，无螺对照组、小

螺组、大螺组。小螺用长角涵螺，大螺用铜锈环棱螺。螺类投放量如表2所述，小螺组长角涵

螺投放重量为50g/m2；大螺组铜锈环棱螺投放重量为50g/m2。

[0061] 表2应用示范1螺投放方案

[0062] 处理组 轮叶黑藻 苦草

对照组 0 0

小螺组 50g/m2 50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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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螺组 50g/m2 50g/m2

[0063] 监测指标：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持各围隔水位一致，降雨时用防雨布

遮挡围隔，避免降水对系统产生影响。每3天测定一次水体浊度，观测周期为30天，为2018年

5月16日～6月15日，观测结束时，每个围隔随机采集20株植物，测定植株湿重，计算生物量

的变化。

[0064] 示范结果：

[0065] 水体浊度变化：如图7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轮叶黑藻示范区而言，对照组、小螺

组、大螺组浊度总体均随轮叶黑藻的生长而降低，18天左右浊度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实验后

期(18～30天)，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浊度均值分别为18.0NTU、9.8NTU、15.9NTU。小螺组

水体浊度最低，相对于对照组浊度降低百分比为45.5％，轮叶黑藻植物体上有大量长角涵

螺。大螺组水体浊度也低于对照组，相对于对照组浊度降低百分比为11.8％，观测期间，铜

锈环棱螺主要栖息于围隔边壁和沉积物表层，并繁殖有少量新生螺。

[0066]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苦草示范区而言，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浊度总体均随苦草的

生长而降低，18天左右浊度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实验后期(24～30天)，对照组、小螺组、大螺

组浊度均值分别为17.2NTU、12.2NTU、12.6NTU，小螺组和大螺组围隔中水体浊度显著低于

对照组，相对于对照组浊度降低百分比分别为32.3％、26.7％。

[0067] 植物生长状况：如图8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轮叶黑藻而言，对照组、小螺组、大螺

组轮叶黑藻生物量均值分别为16.5g/株、26.2g/株、19.8g/株，小螺组生长状况最好，相对

于对照组轮叶黑藻生物量增加58 .8％，大螺组轮叶黑藻生物量相对于对照组仅增加

20.1％。小螺组对沉水植物生物量的促进效果高于大螺组38.7％。

[0068]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苦草而言，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苦草生物量分别为31.4g/

株、43.8g/株、42.2g/株，小螺组和大螺组苦草生物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对于对照组苦

草生物量增加百分比分别为39.5％、34 .4％，小螺组苦草生物量增加百分比高于大螺组

5.1％，差异不显著。

[0069] 实施例3单一物种种植区投放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的示范应用2

[0070] 应用方案：建立8个2m×2m的围隔，所用材料为高强度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并注入

湖水50cm水深，待系统稳定一周后。4个围隔种植金鱼藻(叶片分裂植物)，选取生长良好、形

状、质量较为一致的株高30cm金鱼藻植株，密度为30株/m2；另外4个围隔种植竹叶眼子菜

(叶片不分裂植物)，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较为一致的株高介于25cm的幼苗移栽，密度为30

株/m2。种植完成后，注入湖水，并将水位设置为1.5m。稳定三天后开始投放螺类。

[0071] 螺类投放方案：设置4种螺类投放方案，无螺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

组。小螺用纹沼螺，大螺用铜锈环棱螺。螺类投放重量如表3所述，小螺组纹沼螺投放量为

60g/m2；大螺组铜锈环棱螺投放量为60g/m2；小螺+大螺组的纹沼螺投放量为20g/m2，环棱螺

投放量为40g/m2。

[0072] 表3应用示范2螺投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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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监测指标：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持各围隔水位一致，降雨时用防雨布

遮挡围隔，避免降水对系统产生影响。观测周期为2018年7月24日～8月23日，共30天，观测

结束时，每个围隔随机采集20株植物，测定重量，计算与实验初始时相比的湿重增长率。

[0075] 植物生长状况：如图9所示，对叶片分裂植物金鱼藻而言，与初始试验时金鱼藻的

湿重相比，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金鱼藻湿重增长率分别为42 .3％、

87.6％、51.3％、76.5％，小螺组和小螺+大螺组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大螺组，分别高

于对照组45.3％和34.2％。大螺组和对照组差异不显著，主要是因为金鱼藻叶为针状，大螺

难以栖息于植物体表面。

[0076] 对叶片不分裂植物竹叶眼子菜而言，与初始试验时竹叶眼子菜的湿重相比，对照

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竹叶眼子菜湿重增长率分别为25.3％、45.9％、41.6％、

57.6％，小螺+大螺组的湿重增长率最大，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处理组，高于对照组32.3％；小

螺组和大螺组的湿重增长率分别高于对照组20.6％和16.3％，但两组间差异不显著。

[0077] 实施例4多种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投放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示范应用

[0078] 应用方案：建立3个2m×2m的围隔，所用材料为高强度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并注入

湖水50cm水深，待系统稳定一周后。每个围隔种植3种叶片分裂植物，即轮叶黑藻、金鱼藻、

狐尾藻，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质量较为一致的株高35cm的轮叶黑藻、30cm金鱼藻、30cm穗花

狐尾藻的植株，种植总密度为30株/m2，每种密度为30株/m2，种植方式为3个物种混合随机排

列。种植完成后，注入湖水，并将水位设置为1.5m。稳定三天后开始投放螺类。

[0079] 螺类投放方案：设置3种螺类投放方案，无螺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小螺用纹沼

螺和长角涵螺，大螺用铜锈环棱螺。螺类投放重量如表4所述，纹沼螺投放量为30g/m2，长角

涵螺40g/m2；大螺组铜锈环棱螺投放量为60g/m2。

[0080] 表4多种叶片分裂植物种植区投放螺类投放方案

[0081]

[0082]

[0083] 监测指标：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持各围隔水位一致，降雨时用防雨布

遮挡围隔，避免降水对系统产生影响。观测周期为2019年5月27日～6月26日，共30天，观测

结束时，每个围隔随机采集30株植物，每种植物采集10株，测定总重量，计算与实验初始时

相比植株的湿重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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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植物生长状况：如图10所示，与初始试验时轮叶黑藻、金鱼藻和穗花狐尾藻的湿重

相比，对照组、小螺组、大螺组的植物湿重增长率分别为38.4％、79.6％、48.2％，小螺组植

物的湿重增长率显著高于大螺组和对照组，分别高出31.4％和41.2％。实验结果表明，投放

小螺对促进叶片分裂植物生长更有效。

[0085] 实施例5多种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投放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示范应用

[0086] 应用方案：建立3个2m×2m的围隔，所用材料为高强度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并注入

湖水50cm水深，待系统稳定一周后。每个围隔种植2种叶片分裂植物，即苦草和竹叶眼子菜，

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质量较为一致的株高20～25cm的苦草、20～25cm竹叶眼子菜幼苗，种

植总密度为30株/m2，每种密度为15株/m2，种植方式为2个物种混合随机排列。种植完成后，

注入湖水，并将水位设置为1.5m。稳定三天后开始投放螺类。

[0087] 螺类投放方案：设置3种螺类投放方案，无螺对照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小螺用

长角涵螺，大螺用铜锈环棱螺。螺类投放重量如表5所述，大螺组铜锈环棱螺投放量为75g/

m2；小螺+大螺组长角涵螺投放量为20g/m2，铜锈环棱螺投放量为55g/m2。

[0088] 表5多种叶片不分裂植物种植区投放螺类投放方案

[0089] 处理组 苦草+竹叶眼子菜

对照组 0

大螺组(铜锈环棱螺) 铜锈环棱螺75g/m2

小螺+大螺组(长角涵螺+铜锈环棱螺) 长角涵螺20g/m2，铜锈环棱螺55g/m2

[0090] 监测指标：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持各围隔水位一致，降雨时用防雨布

遮挡围隔，避免降水对系统产生影响。观测周期为2019年5月27日～6月26日，共30天，观测

结束时，每个围隔随机采集30株植物，每种植物采集10株，测定总重量，计算与实验初始时

相比植株的湿重增长率。

[0091] 植物生长状况：如图11所示，与初始试验时苦草和竹叶眼子菜的湿重相比，对照

组、大螺组、小螺+大螺组的植物湿重增长率分别为35.3％、58.2％、69.7％，小螺+大螺组、

大螺组的湿重增长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小螺+大螺组的湿重增长率显著高于大螺

组，高出11.5％，表明对于叶片不分离植物，小螺+大螺组搭配投放更有利于促进植物生长。

[0092] 实施例6叶片不分裂植物和分裂植物混合种植区投放螺类促进沉水植物定植示范

应用

[0093] 应用方案：建立4个2m×2m的围隔，所用材料为高强度PVC不透水软围隔带。并注入

湖水50cm水深，待系统稳定一周后。4个围隔分A组和B组，每组2个围隔。

[0094] 混合种植区A组种植苦草(叶片不分裂植物)、轮叶黑藻和金鱼藻(叶片分裂植物)，

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质量较为一致的株高20～25cm的苦草幼苗，株高35cm的轮叶黑藻、

30cm金鱼藻植株，种植总密度为30株/m2，每种种植密度为10株/m2。叶片不分裂植物覆盖度

为33.3％，叶片分裂植物覆盖度为66.7％。

[0095] 混合种植区B组种植苦草(叶片不分裂植物)、穗花狐尾藻和伊乐藻(叶片分裂植

物)，选取生长良好、形状、质量较为一致的株高20～25cm的苦草幼苗，株高30cm穗花狐尾

藻、30cm的伊乐藻，种植总密度为40株/m2，苦草密度为20株/m2，穗花狐尾藻密度为10株/m2，

伊乐藻密度为10株/m2。叶片不分裂植物覆盖度为50％，叶片分裂植物覆盖度为50％。

[0096] 围隔系统稳定三天后开始投放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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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螺类投放方案：设置2种螺类投放方案，无螺对照组、小螺+大螺组。根据叶片分裂

植物和叶片不分裂植物的种植覆盖度进行设置螺投放方案，小螺用长角涵螺和纹沼螺，大

螺用铜锈环棱螺，螺类投放重量如表6所述。

[0098] 混合种植区A组长角涵螺投放为60×0 .667＝40g/m2，铜锈环棱螺投放量为60×

0.333＝20g/m2。

[0099] 混合种植区B组纹沼螺投放为70×0.50＝35g/m2，铜锈环棱螺投放量为80×0.50

＝40g/m2。

[0100] 表6混合种植区螺类投放方案

[0101]

[0102] 监测指标：每3天观察围隔水位，通过注水维持各围隔水位一致，降雨时用防雨布

遮挡围隔，避免降水对系统产生影响。观测周期为2019年7月3日～8月2日，共30天，观测结

束时，每个围隔随机采集30株植物，每种植物采集10株，测定总重量，计算与实验初始时相

比植株的湿重增长率。

[0103] 植物生长状况：

[0104] 混合种植区A：如图12所示，与初始试验时苦草、轮叶黑藻和金鱼藻的湿重相比，对

照组、小螺+大螺组的植物湿重增长率分别为53.8％、89.7％，小螺+大螺组的湿重增长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35.9％。

[0105] 混合种植区B：如图12所示，与初始试验时苦草、狐尾藻和伊乐藻的湿重相比，对照

组、小螺+大螺组的植物湿重增长率分别为35.8％、76.1％，小螺+大螺组的湿重增长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40.2％。

[0106] 上述试验应用结果表明，小螺和大螺搭配投放能显著提高叶片不分裂植物和分裂

植物混合种植修复时植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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